
要闻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叶青）今年以来，湖南规模以上
服务业稳中有进，运行质量向好。5日，省统
计局发布消息称，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16.53亿元，同比增
长8.8%，增幅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增长2.8
个、2.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逐季向好；营业
利润从年初下降转为增长， 但增幅同比、环
比均略有回落，盈利能力仍有待提升。

据统计，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34个行
业中有29个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增长
面达到85%以上。

省统计局认为， 新兴行业和民生行业

表现突出是最大亮点。前三季度，全省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
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增速分别达到30.6%、
11.6%；租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租赁经营、居民服务业、修理业、其他服务
业、教育、娱乐业等民生服务业营业收入均
保持20%以上。

随着营业收入增长， 前三季度我省规
模以上服务业利润同比增长2.2%，但由于
企业成本上升较快、税负比率持平，利润增
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0个百分点，比1至8月
回落0.1个百分点，总体盈利能力出现下滑
趋势。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沈路）昨天，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负责人能力建设研修班在湖
南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开班。

此次研修班， 以互联网时代下的继续
教育创新与发展与深化我省贫困地区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两大主题为切入
口，课程安排合理，师资力量精良，对提高
我省专技人员管理及培训的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及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研修班
重点面向贫困地区继续教育工作负责人开
展专题培训， 来自相关贫困县的负责专技

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学员占了一半。 培训
期间， 也将针对贫困地区专技人员继续教
育工作开展专题讲座和座谈研讨， 以更好
地服务贫困地区专技人才。

据了解， 湖南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
院是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自2016年成立以来，精心建设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在线学习平台，每年在线学习
人数在3万人次以上。该基地还积极承担
对隆回县专技人员的公益教育培训工
作，对隆回县专技人员在线学习学费实行
部分减免。

我省对专技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负责人进行培训

重点服务贫困地区专技人才

全省规模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势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8.8%，盈利能力有待提升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龙新年 黄惠锋 ）11月5日， 全省重
点水域禁捕退捕第二阶段工作培训班在
益阳市资阳区开班。 来自全省 78个县
（市、区）的350名农口干部，现场观摩了
资阳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对资江河段北
岸捕捞渔船进行拆解、 与专业捕捞渔民
签订退捕协议书。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78个县（市、区）有退捕任务，系统持证渔
民数1.8万户。我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退捕工作启动以来，各县（市、区）组织人员

核查确认渔民身份，截至11月3日，经摸底
上报，全省需要退出捕捞渔船2.8万艘。

省农业农村厅选择资阳、湘阴、岳阳和
汉寿等4个渔民大县开展养老保障和转产
就业综合施策试点。 资阳区在渔民身份认
定、渔船渔具评估等关键点上，探索出了充
分运用相关部门数据核查、 确认工作从严
审核公开透明、 聘请专业中介机构评估渔
船渔具等经验做法。目前，资阳区已基本完
成退捕前期工作， 并与76户渔民签订退捕
协议、拆解渔船115艘、收缴并处理渔网渔
具1068公斤。

农口干部聚集资阳
学习交流禁捕退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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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甜蜜产业”细算账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驻丛溪口村产业帮扶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10月下旬，沅陵县官庄镇丛溪口村。在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驻村帮扶下，200多亩
罗汉果到了收获季节。

64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郑开化， 在家门
口种了一亩罗汉果。 第一轮采摘，675个罗汉
果刚刚被医药公司收走。“按果子大小算等
级，一等品可以卖到7毛一个，五等品就只能
论斤卖了。”他告诉记者，第一轮果子收入330
元，年底前还能再摘两轮果子。

老郑第一次种罗汉果没经验， 产量和品
质都上不去。 隔壁李希凤的收成好多了，2亩
罗汉果，第一轮果子的收入就有2000多元。

罗汉果原产于广西、广东等地，以药用、
食用为主，味甜。地处湘西山区的丛溪口村，
为何种起了罗汉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张惠说，自2018年4月驻村以来，发现这里土
地抛荒，杂草已经齐人高，除了成立黄牛养殖
合作社“负责吃草”，发展种植业势在必行。

产业帮扶需要细算账。 显然， 在湘西山

区， 采摘期短的经济作物不合适。 如葡萄、黄
桃、杨梅等，采摘时需要大量人力，鲜果保存和
物流问题需要统筹考虑，找销路也是大难题。

有的经济作物，种下去很快，产能扩张也
容易。但若缺乏产业规划、市场敏感度不足，
很难规避市场风险， 难免出现“头年一哄而
上、来年一拍两散”的情况。

“推动扶贫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我们的思
路是以销定产、风控优先。”在比选了50余种
经济作物后， 驻村工作队发现， 通过整合资
源，可以有效打通罗汉果的销、产两端。

销售端“有出路”。我省上市公司和拟上
市公司中有不少医药企业， 对罗汉果需求量
大。同时，其提取物罗汉果甜甙的甜度可达蔗
糖的300倍，但热量极低。近些年，饮料和食品
行业开始选择罗汉果作为代糖原料， 市场前
景广阔。

生产端“好掌握”。罗汉果生长周期不到7
个月，且种苗对土壤要求不高，果子烘干后储
藏时间长。搭棚架、除草、打枝、授粉等环节有
一定技术要求，但也不会过于精细。湖南股交
所挂牌企业华诚生物，可全程提供技术服务。

为此，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挥自身优势、
整合资源，今年在丛溪口村种下罗汉果203.8
亩，预计年内摘果3次，全年收入可实现60余
万元。

站在丛溪口村的山头望去， 罗汉果种植
园高低错落，绿油油如绸缎般延伸开来。10月
31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
平来到丛溪口村调研扶贫工作， 专门查看了
罗汉果种植基地。

“如果说年初散种罗汉果的村民是‘勇于
吃螃蟹’，现在大家都尝到了甜头，种植热情
高涨。”帮扶工作队队长张惠说，就算产能再
扩张几倍，市场也完全能消化，这也是他当初
认定罗汉果价值的底气所在。

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
路，驻村帮扶工作队还大力发展黄牛养殖、蜜
蜂养殖、 冷水鱼养殖等产业。 以黄牛养殖为
例，目前丛溪口村建有标准化牛场2座，黄牛
存栏数108头。今年，黄牛养殖合作社已向贫
困户分红6.58万元，并增加村集体收入3万元。

截至今年9月，丛溪口村贫困发生率已降
至1.03%，达到脱贫摘帽要求。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周秀兰 ）“飞行检查”是
对定点医药机构、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
参保人员等单位和个人涉及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行为， 开展不预先告知的监督检
查。记者昨天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10
月中旬以来，我省的道县、蓝山县、岳阳
县，以及湖南省儿童医院、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等相继迎来省医保基金“飞行检
查”组进驻。

检查组进驻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通
过调阅病案、询问医生病人、复核发票等
方式， 对该院医保政策落实、 基金监管、
医疗服务等情况进行全面深入检查；检
查组深入蓝山县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重点
查处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套
用项目收费、不合理诊疗、挂床住院、串换
药品耗材及欺诈骗保等违规行为；检查组

进驻岳阳县3家医药机构， 重点查处挂床
住院、 串换药品、 诱导参保人员住院、虚
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聚敛盗
刷社保卡、 诱导参保人员购买化妆品等
行为。

据了解， 我省此次医保基金“飞行检
查” 是全国部署的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百日攻坚”行动的一部分，人员主要由各
统筹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人员组成，
部分组还邀请了卫健、公安、药监、大病保
险承办机构、信息技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等有关部门参加， 遵循市州交叉检查的原
则独立开展工作。本次“飞行检查”将在剔
除国家医疗保障局移交的举报线索等必查
对象， 和已被解除服务协议的医药单位等
免查对象外，在全省14个市州按照不低于
10%的要求以及“双随机、一公开”原则进
行抽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10%

湖南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来了

� � � � 11月2日，东安县大庙口镇，柑橘经纪人正忙着收购、分拣柑橘，将柑橘销往全国各地。东安县是全国柑橘
生产大县，柑橘种植面积达12.41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万吨以上。柑橘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主要支柱
产业，每亩纯收入在3000元左右。 严洁 摄

柑橘丰产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
晓丽）今天，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第11届学术会议暨“记忆与活力———城市博物馆的
魅力”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博物馆举行。长沙博物馆馆
长王立华介绍，长沙目前已有35家博物馆，参观博
物馆已成为长沙市民新的生活方式。

“现在，城市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越来
越大，博物馆对于展现城市历史文化、增加人们对
城市的认同感发挥着重要作用。”王立华说，长沙
的博物馆以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博物馆等国有博
物馆为主导，提供学术等方面的支持，民营博物馆
共同发展。

“城市博物馆的概念不局限于历史文化性质
的博物馆，李自健美术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等都
属于城市博物馆， 从不同的方面为市民提供服
务。”王立华介绍，今年，长沙博物馆在长沙市芙蓉
区丰泉古井社区建立了第一家社区分馆， 试水社
区博物馆建设。 丰泉古井社区位于长沙商业中心
区，拥有白果园、程潜公馆、湘江评论印刷旧址、长
沙剧院等古迹及老长沙特色民居古巷。 社区博物
馆开展的《长沙记忆70年》 图片展等活动贴近群
众，受到人们欢迎。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覃琴）今天，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湖
南联通联合主办的“云上潇湘 智联未来”
2019第三届产业互联网麓谷峰会在长沙召
开。物联网、云计算等专业协会/学会专家齐
聚长沙， 共同探讨5G时代产业互联网发展的
新思维、新趋势、新路径。

峰会介绍了5G时代如何利用AI、区块链、
云、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技术，强化县域智慧
城市综合云平台的服务能力。 中国联通新型
县域智慧城市综合云平台是以县域城市全面
数据汇聚为基础、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为区
县级政府提供科学决策应用的综合服务支撑
平台。通过平台在湖南省的落地实施，将全面

改善县域城市的市政服务。
此外， 湖南联通在此次峰会上对外正式

发布了覆盖全省的新一代政企精品网。 该网
络具备大带宽、广覆盖、高可靠、低延时、快开
通五大特点，能将全国优质的医疗、教育等社
会资源，传递到欠发达地区，全面改善湖南省
县域民生，提升区县、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本次峰会设立了主论坛和分论坛。 主论
坛深入探讨了5G赋能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区块链、 县域市场互联网与实体经济、IDC发
展现状与趋势等主题。物联网与应用、云计算
及大数据发展与应用两个分论坛， 则围绕物
联网发展、物联网行业应用及案例、物联网企
业的价值实现、5G时代的云计算、 大数据、智

慧旅游等主题展开讨论。
据了解，为赋能湖南制造强省，加快湖南

工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中国联通针对高端
装备制造企业，利用5G网络的大带宽、低延时
等特性，实现了机器人实时抓取、基于 8K超
高清视频的无人检测、 以及自动避障AGV运
输等智能化工业场景；针对普通制造企业，通
过5G赋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设备共享、
协同设计等应用， 满足了企业快速扩张及管
理需求。

峰会期间，湖南联通与岳阳市人民政府、
益阳市人民政府、华为、腾讯、阿里、百度、金
山、山河智能、金杯电工、顺丰速运签订了全
面业务合作协议。

35家博物馆添彩
长沙城市生活

物联网云计算专家齐聚长沙

共同探讨5G时代产业互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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